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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回复

一提到英国广播公司(BBC)
的纪录片，许多人都会心生佩服。
不过，近日多家媒体却爆出，BBC
在2011年播放的纪录片《人类星
球》中，关于树屋部落的片段是假
的。日前，BBC也已经承认造假。

那么，纪录片到底能不能摆
拍？BBC在《记录自然世界的原
则》(相当于BBC纪录片工作者的
工作手册)中明确提出：“当野外
实景拍摄不实际，或者野外实景
拍摄会对拍摄者或自然生命及其
后代带来伤害时，可以使用圈养
动物描绘自然界的现象。只需注
意不要在影片中宣称该场景是在
野外实际场景拍摄即可”。

因此，问题的症结一目了然。
《人类星球》陷入“造假”风波，最
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对观众进行
提示，作品给了观众实拍的印象，
但实际上是摆拍的。

通过这起风波，可以顺便讨
论一下有关纪录片的老问题：纪
录片究竟应追求真实还是好看？
即便一部纪录片百分之百采用实
拍，导演也一样可以通过镜头、剪
辑、配乐等技术手段，呈现一个有
情节的故事。但就纪录片这种体
裁来看，真实性显然是其价值核
心，但纪录片的性质也决定了，在
其创作过程中难免要融入一些艺
术手段。

纪录片创作的首要态度是诚
实，诚实决定了创作者的格局，也
决定了观众是否会真正进入纪录
片所展现的世界。在守卫诚实的
基础上，纪录片创作者可以适当
进行技术上的创新与创造，但一
个很重要的前提，依然是观众的
知情权要得到尊重。 本报综合

戚薇主演的《北京女子图
鉴》一经播出就引起争议不断。
该剧买了日剧《东京女子图鉴》
的版权，完全本土化了，说的是
一个北漂姑娘陈可依在北京逐
渐成长的故事。

有观众说，
本来以为《北京
女子图鉴》会呈
现出一个从底
层 开 始 依 靠
自我奋斗的
励志女性形
象，但失望

的是戚薇所饰演的陈可依却是
一路都在靠男人，一个堂堂大学
毕业的大学生就连前台的工作
也是靠男人得来的，价值观有些
崩塌。

所以至于这部电视剧的质
量到底如何，是否能表达出真实
的北京女白领？目前评论陷入了
两极，在赞美该剧的观众看来，

《北京女子图鉴》好像一本最新
的、实用的现代都市女子解读手
册，它比想象中好很多，很真实，
比如剧情中讲述了不少面试技
巧、跳槽技巧。

持讨伐态度的观众觉得，剧
情发展到现在，陈可依刻苦努力
工作、坚持不懈打拼、通过自己
买“水晶鞋”的镜头几乎没有，看
到更多的是陈可依在多少人的
帮助下，走向人生辉煌经历。陈
可依没有真本事，但她一切得到
的又太顺利，剧情妥妥的“玛丽
苏”，与其他“玛丽苏”不同的是，
她穿了一件女权的外套。

其实这种争议和演员无关，
是因为编剧大概太懂漂亮的、无
能力却满脑子幻想的女人的心
思。从过去对此类国产女性励志

剧的口碑来看，要写一个真正女
性自立自强的故事，难！

但坦白说，陈可依们的心态
在社会上是真实存在的，她们幻
想着依靠美貌和某些不光彩的
手段获得某种东西，但其实社会
上更多的是普通女孩，并没有遇
到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因
为现实多是残酷的，一个人想得
到，就得付出，手里的成就都应
该是靠自己勤劳扎实打拼得来，
这样的故事才更阳光积极、引人
向上。

不可否认，编剧做了大量的
调研工作，才能把人物写得如此
生动，切合实际。可是文艺创作
还应该把握好主流和支流的关
系，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
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真实”不能
是唯一标准，用光明驱散黑暗、
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
好就在前方，这些比一味地追求
真实更重要。

所以，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
在艺术上达标，受到市场欢迎，
还要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样才
能不断地引领、引导和影响人们
的精神。 本报综合

《北京女子图鉴》：
一部以女权为外衣的“玛丽苏”

BBC纪录片造假？
真实比好看更重要

近两年，一直被视为“小众”
的戏剧，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拥
趸，甚至出现供需两旺、一票难
求的景象。在大众娱乐形式层出
不穷的当下，不少年轻人又回到
了最原始的剧场。

戏剧作为最古老的艺术形
式，在推陈出新中不断锤炼，沉
淀了人类表演艺术最精华的部
分，有很强的艺术韧性和持久魅
力。不过，戏剧重新受欢迎，有一
部分也是因为“同行”的衬托。

现在的影视剧、网剧层见叠
出、触手可及，但刷流量炒明星
的多了，认真演戏打磨演技的少
了，也就很少有真正的精品诞
生。公众的文化需求无法得到满
足，就去传统和经典中寻找。

近两年，《演员的诞生》、《声
临其境》等一些综艺节目走红，
一批老戏骨被重新认识发掘。人
们发现，吴刚、王劲松等这些曾
被“埋没”的演员多数都有舞台
剧的演出经验，或者受过专业的
戏剧训练。原来，中国是有好演
员的，这才是真正的演戏。

在艺术爱好者中间，多数人
有一个“共识”：戏剧高于电影，
电影高于电视剧。戏剧多数都是
经过打磨的，现场表演无法NG
(失误重拍)，对演技要求更高。所
以，观众歧视的不是某种艺术形
式，而是粗制滥造和滥竽充数。

戏剧迎来春天，也给艺术生
产带来启迪。认真打磨故事，好
好磨练演技，是艺术持久赢得观
众的不二法门。 丁远郭

观众真正歧视的
是作品粗制滥造

郭冬临撞名
《魔戒》作者新书

近日，赵又廷通过微博
晒林更新自拍照，照片中，林
更新手拿相机自拍，身旁的
女生和林更新穿着情侣装，
两人亲密的挨在一起。虽然
仅露出小半张脸，但眼尖的
网友仍能分辨出就是绯闻女
友王丽坤。
@俊俊的不不不：万年不更
博，更博林更新。
@猴赛雷：竟然这样被公开
了恋情，心疼小新一秒。
@今天的晚安呢：这场互黑
比赛你已经输了……

岳云鹏雷佳音
“恩怨”再升级

戴佩妮歌友会“翻车”
刷屏并不一定靠套路

近日，歌手戴佩妮在武汉举
行了歌友会。她在演唱代表作

《怎样》时，主动和台下歌迷互
动，并将话筒递向一位男歌迷。
意外发生了！这位男歌迷直接把
这首歌唱成了车祸现场，不忍卒
听。不但现场的观众被逗坏了，
戴佩妮自己也是猝不及防，当场
笑得直不起腰来，随后她唱了好
几句才找到正确的曲调。现场她
调侃：自己好后悔，这是出道18
年以来第一次掐着自己大腿唱

《怎样》的。
这则演出视频不但迅速刷

爆了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
搜。网友们扒出这位在偶像歌友
会现场荒腔走板的小哥哥资料，
他追星的微博，自娱自乐的K歌
页面，里面是一干当红歌曲最不
着调的演绎，能坚持听完三首的
人不多。事实上，很少有人看完
他的视频不笑出声的。不过在大
笑之余不少网友也很感慨，这样
单纯好笑不带企图心的传播事
件，实在太难得了。

这么说并不是耸人听闻。
目前遍布我们视野的这些
图片、视频、表情包、长文，
早已经不是单纯的媒介
内容，而是宣传物料。以同样是
歌手的薛之谦的演唱会为例：
2017 年，薛之谦台上刚刚表白，
台下就有人在万千人海中抓拍
到疑似高磊鑫并发到微博，写上

“十年之约，他在唱，她在听”这
样的公关文案；周杰伦杭州演唱
会例行歌迷现场点歌环节，那位
点《算什么男人》送给前任的小
仙女，最后被证明是个小网红，
她进场拿的是行政票，这是事先
安排好的策划，并在刷屏后一夜

之间涨粉无数，进场套现。
热点来自策划，造型都是摆

拍，爆款全是套路，这样的互联
网传播圈就太不可爱了。这些没
有嚼头的所谓热点，都是不走脑
子的传播残次品。正因为如此，
戴佩妮这起演唱会车祸现场才
更显得纯真可爱。首先这位粉丝
小哥是真追星不投机，人设扎
实。虽然长相一般、“唱功惊人”，
但是翻开他的微博，4000多条动
态一大半是在给自己的偶像打

榜助力，长达数年，他能买到演
唱会第一排高价门票行为完全
说得过去。而即便干出刷屏全网
这么大的事，他也只是发了我就
是戴佩妮的铁粉表态，人狠话不
多，发乎情止乎礼，更没想趁机
卖个课推荐个网店什么的，可谓
一身正气，本分踏实，坦坦荡荡。

戴佩妮的这则车祸演唱会
现场视频的社会效应是什么呢？
欢乐，最稀缺无负担的真正欢
乐：粉丝小哥展示了自我不做
作，艺人得到了关注不刻意，媒
体得到了新话题有选题，大家找
到了新乐趣无负能量，整个事件
没有留下不好的后遗症，还有戴
佩妮表情包这样的优质产品可
供长期使用，与这则视频相关的
评论无外乎是“哈哈哈”、“好可
爱”，不黑不撕不站，还能更干净
清爽无公害一点吗？和那些连互
撕话术都提前想好的炒作来说，
这简直是刷屏界的一股清流。

在注意力就是经济，关注度
等同市场价值的现在，一场事先
并不策划声张的偶然传播事件
是难得的。我们当然无法寄希望
所有刷屏热点都这么“尔本洁来
还洁去”，但每次真正遇到这种
单纯的小美好，还是让人忍不住
心生欢喜，并告诉自己，不要因
为摆拍太多而失望绝望，要保持
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今天道

雷佳音曾赠送给岳云鹏
女儿一块多达三万块的拼
图，岳云鹏回敬了其一副长
达2 2米的十字绣，本想“恩
怨”就此了结，没想到近日岳
云鹏发微博表示“雷佳音又
惹我了”，并透露雷佳音又给
自己女儿准备了一套更大的
拼图。
@全是狗粮呀：我还以为是
雷佳音头太大撞到你了。
@极客村长：这脾气都是惯
得，亲他一下就老实了。
@是小白呀：他头大你头硬，
冤冤相报何时了。

赵又廷意外坐实
林更新恋情

近日，有网友发微博将
《魔戒》作者托尔金的新作
《The Fall of Gondolin》俏皮
粗暴地翻译为《郭冬临之陷
落》，引起网友爆笑转发。随
后，郭冬临本人也调皮回应
道：“听说国外写我的新书要
出版了！中文版啥时候出？”
@浅璃：郭老师要不要考虑
来个三部曲啥的，《郭冬临之
陷落》，《郭冬临之馅饼》，《郭
冬临之披萨》。
@执心一念六桃：中文版坐
等您执笔！

《《魔魔戒戒》》作作者者新新书书

林林更更新新恋恋情情疑疑曝曝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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